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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工信部拟支持名单公示，工业互联网再迎主题性机会 
事件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6 月 12 日晚发布《2018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拟支持项目公示》，评选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
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工作指南的通知》（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
的入围企业。其中任务五为“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建设”，包含跨
行业跨领域、流程行业、离散行业、特定区域四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
公示名单中，阿里云、东方国信、浪潮、青岛海尔、航天云网、用友网络、
徐工、三一入选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东方国信、宝信
软件等 6 家企业入选流程行业工业互联网流程行业平台试验测试。 

资金专项支持，实质上的工业互联网国家级平台落地 

本次公示的名单共包含企业 93 家，直接对应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文中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及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这一重点
方向。按照 5 月 28 日发布的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文附件三“2018 年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及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申报要
求”，2018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共包含 11 个任务，覆盖“工业
互联网网络能力提升工程”（任务 1-4）、“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
（任务 5-8）、“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任务 9-11）。 

其中任务 5 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建设与 6 月 7 日公布的《工业互
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8 年工作计划》中的任务 17“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测试体系”有异曲同工之感，主要聚焦跨行业跨区域、特定行业、特定区域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二者与 4 月 17 日组织申报的“2018 年跨行业跨领域工
业互联网平台”（工信厅信软函〔2018〕139 号）所支持的领域一致，能力
要求和评选标准相似，我们认为这三项申报评选的跨行业跨区域平台存在一
定程度的重叠，均可视作工业互联网国家级双跨平台。 

平台建设持续到 2020 年，看好工业互联网长线机会 

根据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文，本次名单公示的项目须能够在 2020 年底
前完成竣工验收。其中跨行业跨区域平台的验收标准详细规定了所跨行业数
量、接入的设备总数和单一行业接入设备总数，工业 APP 的培育数目和订
阅数量，开发者社区的人数、SDK 包情况，测试用例、标准草案、验证企业
数量等量化信息。除此之外，特定行业、特定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支
撑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也有量化考核标准。我们认为，这一指标对工业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建设提供了未来三年具体建设目标，看好到 2020 年之前平台
建设端的持续投入，对相关企业长线看好。 

投资建议： 

工业互联网是贯穿全年的主题投资机会，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直接利好相关企
业的业绩和业务。重点推荐用友网络、东方国信、宝信软件、汉得信息、
启明星辰，建议关注赛意信息、鼎捷软件和金蝶国际。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情况不及预期、对企业业务带动效用不及预期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18-06-12 评级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300166.SZ 东方国信 14.10 买入 0.41 0.54 0.71 0.92 34.39 26.11 19.86 15.33 

600588.SH 用友网络 25.55 买入 0.20 0.32 0.46 0.53 127.75 79.84 55.54 48.21 

600845.SH 宝信软件 25.17 买入 0.54 0.80 1.09 1.38 46.61 31.46 23.09 18.24 

300170.SZ 汉得信息 15.68 买入 0.37 0.46 0.67 0.90 42.38 34.09 23.40 17.42 

002439.SZ 启明星辰 23.60 买入 0.50 0.66 0.85 1.10 47.20 35.76 27.76 21.45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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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金专项支持，实质上的工业互联网国家级平台落地 

工信部信息通信局 6 月 12 日发布，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
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工作指南的通知》（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将 2018 年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拟支持项目进行公示。 

公示文件中所提到的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文，是 5 月 28 日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 2018 年工业转型升级资金工作指南的通知》，文件中重点支持方向
包括“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及
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已
于 6 月 4 日完成申报。 

其中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主要围绕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一是工业互联
网网络能力提升工程相关项目；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工程相关项目；三是工业
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相关项目。 

图 1：2018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表 

 

资料来源：工信厅联规〔2018〕36号文附件三、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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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任务 5“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建设”和任务 7“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共支撑体
系建设”对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起到最重大的促进作用，前者解决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平台
建设，后者搭建评价和服务体系。 

与 6 月 7 日公布的《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8 年工作计划》中的任务 17“建设（工业
互联网）平台测试体系”相比，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类似。 

图 2：《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8 年工作计划》中对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相关计划 

 

资料来源：《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 2018 年工作计划》、天风证券研究所 

结合与4月17日组织申报的“2018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信厅信软函〔2018〕
139 号），三者在能力要求和评价指标上有相类似之处，我们认为这三项申报评选的跨行业
跨区域平台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均可视作工业互联网国家级双跨平台。 

图 3：4 月 17 日申报的双跨平台要求示例  图 4：4 月 17 日申报的双跨平台要求示例 

 

 

 

资料来源：工信部工信厅信软函〔2018〕139号《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平台申报能力要求》、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工信部工信厅信软函〔2018〕139 号《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

平台申报能力要求》、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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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建设持续到 2020 年，看好工业互联网长线机会 

根据工信厅联规〔2018〕36 号文，任务 5“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建设”的实施内
容包括： 

1、【双跨】面向多行业、多领域、多场景的海量终端接入、工业知识复用、软件开发部署、
工业资源共享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共性问题，支持企业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建设跨行业跨领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开展功能完整性、可靠性、兼容性、安全性等试验测试。 

2、【流程】面向钢铁、石化化工、冶金等流程行业或航空、轨道交通、船舶、工程机械、
汽车、电子信息、轻工等离散行业，支持企业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建设特定行业工业互联网
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开展工艺及能耗管理、流程控制优化、智能生产管控、产品远程诊断、
设备预测性维护、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场景下平台及解决方案的适用性、可行性、稳定
性试验验证。 

3、【离散】面向汽车及零配件、电子信息、光伏/风电、轻工、船舶、工程机械、石化化工
等产业集聚区，支持企业建设特定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环境，开展区域设备规模
接入、共性机理模型与微服务开发、工业 APP 创新的可靠性、安全性与协同能力试验测试。 

4、基于试验测试环境，形成测试系统、测试工具、测试规范，建成知识库、模型库、用
例库以及工业 APP 资源池，通过对外提供服务，加速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提升与应用推广。 

此外本次名单公示的项目须能够在 2020 年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文件也对各领域项目均制
定了详细量化的验收标准： 

1、【双跨】平台试验测试环境覆盖不少于 5 个行业，接入工业设备总数不低于 50 万台/套，
每个行业接入工业设备数量不少于 3 万台/套。建设工业 APP 和微服务资源池，形成不少
于 5000 个工业机理模型或工业微服务组件，培育不少于 2 万个工业 APP，订阅次数不少
于 5 万次/年，服务工业企业的数量不少于 1 万家。建设开发者社区，聚集 2 万名开发者，
活跃用户超过 2000 名。开发不少于 1000 个平台应用编程接口（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构建结合区块链的云资源管理组件库。形成不少于 2 万个测试用例，制定不少于
3 个标准草案，在不少于 100 家工业企业验证应用。 

2、【流程】【离散】平台测试试验环境，接入工业设备数量不少于 30 万台/套或工艺流程
数据采集点不少于 1 万个或细分行业设备覆盖度不少于 30%。建设特定行业工业 APP 和微
服务资源池，形成不少于 1000 个工业机理模型或工业微服务组件，培育不少于 2000 个工
业 APP，订阅次数不少于 1 万次/年。建成特定行业运行分析数字地图。建设开发者社区，
汇聚 2000 名开发者、1000 名活跃用户。形成不少于 3000 个测试用例，制定不少于 3 个
行业应用标准草案，在不少于 50 家工业企业验证应用。 

3、【区域】平台试验测试环境接入不少于 50%的产业集聚区企业，接入工业设备数量不少
于 30 万台/套。建设区域专家资源库，建立区域协同服务模式，形成区域协同解决方案，
培育不少于 1000 个工业 APP。建成区域工业产能地图。形成不少于 3000 个测试用例，制
定不少于 2 个标准草案，在不少于 50 家工业企业验证应用。为产业集聚区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不低于 5 亿元。 

我们认为，上述量化指标对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建设提供了未来三年具体建设目标，看
好到 2020 年之前平台建设端的持续投入，对相关企业长线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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